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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天津武清华夏园 110kV 变电站扩建工程 

建设单位 国网天津武清供电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刘德田 联系人 虞宝营 

通讯地址 天津市武清区河西务镇工业区一经路 2 号 

联系电话 13132172316 传  真 — 邮政编码 300100 

建设地点 天津市武清区河西务镇索庄村东约 150 米，河西务经济区一经路西侧 

立项审批部门  批准文号  

建设性质 新建□ 改建 技改□ 
行业类别

及代码 

电力供应业 

D4420 

占地面积 

(平方米) 
—— 

绿化面积

(平方米) 
—— 

总投资 

(万元) 
1236 

其中:环保投 

资(万元) 
13 

环保投资占总

投资比例（%） 
0.79 

评价经费 

(万元) 
 预期投产日期 2017 年 12 月 

工程内容及规模： 

1 项目背景 

华夏园 110kV 变电站坐落于天津市武清区河西务镇索庄村东约 150 米，河西

务经济区一经路西侧，于 2011 年建成投运，最终设计规模 3×50MVA。现状运行规

模为 2×50MVA 主变压器（#1、#2），电压等级为 110/35/10kV，110kV 采用内桥

接线，进线 2 回；35kV 出线 4 回，10kV 出线 12 回，均采用单母线分段接线。 

为满足“煤改电”政策的顺利实施和保证周边负荷的供电可靠性，本工程拟扩建

第三台主变压器（#3）及其主变三侧全部配电装置。 

2. 华夏园 110kV 变电站现状情况 

华夏园 110kV 变电站 110kV 配电装置布置采用户外紧奏型设备，为普通中型，

布置于站的南侧；中间为三台 110kV 主变。35kV，110kV 开关室、主控制室、电容

器室、通讯室等附属设施布置于站北侧的综合建筑内。 

本站 10kV 出线利用室内电缆沟从位于本站北侧的五个出口出站。在综合楼南侧

设一条电力电缆沟，其出口位于本站的东侧和西侧，35kV 出线及部分 10kV 出线通

过埋管至该电缆沟出站。 

本站现状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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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建设#1 和#2 主变， 110kV 采用内桥接线，电源线 2 回；35kV 出线 4 回，

10kV 出线 12 回，均采用单母线分段接线。 

本站现有两台主变电源均来自大孟庄 220kV 变电站（孟华二线）。 

华夏园 110kV 变电站按无人值守“五遥”站设计，全站一次电气设备采用综合自

动化实现控制、保护、测量、运动等功能，且二次设备均在一期建齐。 

3．本期扩建工程内容 

（1）工程实施内容 

本站现状规模主变容量 2×50MVA，最终规模为主变容量 3×50MVA，电压等级

为 110/35/10kV。本次扩建至最终规模，即扩建 1 台 50MVA 主变（新上#3 主变压器）

及其主变三侧全部配电装置，同时三台主变的中性点设备一次性建齐；改造扩建完

成后，本站 110kV 采用内桥+单元接线，进线 3 回，35kV 和 10kV 侧均采用两组单

母线分段接线，35kV 最终出线共 12 回，10kV 最终出线共 36 回。 

由华夏园站新扩建的#3 主变新出一回 110kV 线路，T 接在孟华二线，最终形成

华夏园 110kV 变电站 3 回电源线均来自大孟庄 220kV 变电站。 

（2）变电站工程 

本次扩建在华夏园 110kV 变电站新增 1 台 50MVA 主变（新上#3 主变压器），

电压等级为 110/35/10kV，110kV 电源线 1 回，线变组接线；35kV、10kV 设备本期

扩建Ⅳ段母线，拆除Ⅱ、Ⅲ段母线连接筒，形成两组单母线接线（中间变为双断路

器）。 

新增#3 主变压器参考执行国网通用设备及标准物料，通用设备编号为 1TBA-50，

为确保与现运行的#1、#2 主变的电压比保持一致，将通用设备的电压比由

110±8×1.25%/38.5±2×2.5%/10.5kV 改为 110±8×1.25%/37/10.5kV。 

本期 110kV#3 主变布置在#2 主变的东侧，主控楼的南侧，110kV 新建配电装置

布置在变电站的东南侧。35kV 开关柜与 10kV 开关柜布置在主控楼的首层，35kV 消

弧线圈及 10kV 接地变消弧线圈成套设备布置在主控楼的二层。 

变电站工程平面布置见附图 3。 

    （3）输电线路工程 

①路径方案 

本项目输电线路起点为新扩建#3 主变对应架构，在站前南侧围墙外新建 1 基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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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架设至孟华二线华夏园站前终端横担处，将新设引流线与和孟华二线做 T 接，

最终形成新扩建主变电源来自大孟庄 220kV 变电站。 

该段架空路径长约 0.02km。 

通道清理：T 接孟华二线，在站前新建 1 基铁塔，，不涉及拆迁及通道清理。

输电线路工程路径方案见附件 4。 

②导线选型 

本次扩建输电线路架空线选用导线型号：JL/G1A-300/40.钢芯铝绞线；地线型号

为：JGB40-95 铝包钢绞线。 

4．公用工程 

（1）供电 

华夏园 110kV 变电站由现有的大孟庄 220kV 变电站提供电源。 

（2）给水 

由该地区市政供水管道提供。 

（3）排水 

排水实行雨、污水分流，变电站值守人员及定期巡检人员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

理后由武清区环卫部门定期抽走，不外排。 

（4）采暖、制冷 

变电站值班室采暖及制冷采用冷暖型分体式空调。 

本工程扩建后，站内现有公辅设施均能满足本项目需求，无需进行增容。 

5.职工人数及工作制度 

现有变电站为无人值班，有人值守变电站，站内设门卫 1 人及巡检人员 2 人，

设备全年运转。本次扩建不新增值守及巡检人员。 

6．项目实施进度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本项目计划在 2017年 4月开工，全部工程预计在 2017

年 12 月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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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项目有关的原有污染情况及主要环境问题： 

1.项目概况 

华夏园 110kV 变电站位于河西务镇索庄村东约 150 米，河西务经济区一经路西

侧，于 2011 年投产运行，最终设计规模 3×50MVA，现运行 2×50MVA（#1、#2），

电压等级为 110/35/10kV。该工程已于 2011 年 10 月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验收文号为津环保许可验[2011]126 号，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

见详见附件 1。 

2.原有污染物排放情况 

（1）电磁辐射 

①变电站工程 

变电站高压设备将产生一定的电磁辐射。正常运行时，110kV 高压进线一侧和

主变压器等设备是电磁辐射的主要产生源。华夏园 110kV 输变电工程竣工环保验收

监测布点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在变电站西侧高压进线侧设置 4 个监测点位。 

根据天津市环境监测中心于 2011 年 9 月对华夏园 110kv 输变电工程竣工环保验

收监测结果（津环监验字[2011]第 066 号）对变电站电磁辐射现状进行分析，具体监

测结果详见表 1。 

表 1 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验收监测结果 

序号 方向 
高度

（m） 

电场强度

（ V/m） 

磁感应强度（nT） 

垂直分量 水平分量  

1 

南1 
1.5 10.6 80.6 53.7 

0 0.6 56.5 48.3 

南2 
1.5 6.4 47.4 25.6 

0 0.6 20.2 21.5 

2 东 
1.5 2.4 89.8 171.4 

0 0.7 87.1 140.8 

3 西 
1.5 3.8 84.5 54.2 

0 0.8 34.1 29.7 

由以上现状监测结果可知，现状华夏园110kV变电站运行期间工频电场强度和工

频磁感应强度均可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的限值。 

②输电线路 

根据天津市环境监测中心于 2011 年 9 月对华夏园 110kv 输变电工程竣工环保验

收监测结果（津环监验字[2011]第 066 号）对架空输电线路电磁辐射现状进行分析，

具体监测结果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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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验收监测结果 

序号 
距离

（m） 

高度

（m） 

电场强度

（ V/m） 

磁感应强度（nT） 

垂直分量 水平分量 

4 

0 1.5 122.2 358.4 149.1 

5 1.5 476.6 45.0 130.7 

10 1.5 320.8 124.0 135.7 

由上表可知，华夏园变电站110kv输电线路沿线电磁环境现状监测值（工频电场

强度、工频磁场强度）均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的限值。 

（2）噪声 

根据华夏园 110kV 变电站竣工环保验收监测结果（津环监验字[2011]第 066 号），

其厂界昼间噪声范围为 49.2~52.6dB(A)，夜间噪声范围为 45.3~48.9dB（A），均低于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 类夜间标准值。 

（3）废气 

现有站区运营期间无废气产生。 

（4）废水 

排水实行雨、污水分流，变电站值守人员及定期巡检人员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

理后由武清区环卫部门定期抽走，不外排。 

（5）固体废物 

该变电站仅 1 名门卫产生的少量生活垃圾，由武清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该变电站的蓄电池选用新型免维护蓄电池，没有废液排放问题。 

该项目在主变电器下建有事故排油管道，在站区东侧设紧急事故排油池。考虑

到紧急事故要求，因此设计了事故油池，紧急排油由电力部门回收处理。 

3.现有环保情况小结 

根据华夏园 110kV 变电站竣工环保验收监测结果（津环监验字[2011]第 066 号）

及验收意见（津环保许可验[2011]126 号）可知，现有站区各项污染物均可达标排放，

满足相应的环保要求，不存在现有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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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所在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简况 

自然环境简况(地形、地貌、地质、气候、气象、水文植被、生物多样性等): 

1.地理位置 

武清区位于天津西北部，地处京津两市之间。辖杨村街、徐官屯街、东蒲洼街、

黄庄街、下朱庄街，大碱厂镇、崔黄口镇、梅厂镇、大黄堡乡、上马台镇、汊沽港镇、

大良镇、曹子里乡、下伍旗镇、河北屯镇、南蔡村镇、泗村店镇、大孟庄镇、河西务

镇、高村乡、城关镇、白古屯乡、大王古镇、东马圈镇、豆张庄乡、黄花店镇、石各

庄镇、陈咀镇、王庆坨镇等 29 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区人民政府坐落于杨村镇。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天津市武清区河西务镇索庄村东约 150 米。河西务经济区一

经路西侧。东侧为河西务经济区一经路，以东为待建设工业用地；南侧为水渠、道路，

以南为农田；西侧为现状企业，以西约 150 米为索庄村；北侧为待建工业用地。地理

位置见附图 1，周边环境示意图见附图 2。 

2.地质、地貌 

武清区处于华北沉降带的冀中拗陷北部，影响较大的断裂带有两组，一组是北北

东向断裂带，另一组是北北西向断裂带，这些断裂带控制着境内地层分布、矿产形成、

地震活动及地表沉降等。武清区全区被新生代松散沉积物覆盖，境内地势平坦，西北

部略高，海拔最高 11.3m，最低 1.3m。地貌类型按成因分为冲积平原和海积冲积平原，

表现地形有微倾斜平地、低平地、缓岗、洼地、河漫滩、人为地形等。 

3.气候、气象  

建设地区位于欧亚大陆东岸，北依燕山，东近渤海，介于大陆性气候和海洋性气

候的过滤带上，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主要特点是四季分明，冬季寒冷

干燥；春季干旱多风，冷暖多变；夏季炎热，雨量集中；秋季天高云淡，风和日丽。 

该地区季风盛行，风向随季节变化显著。冬季受蒙古冷高压控制，盛行北风；夏

季主要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多偏南风。常年主导风向为西南，累年平均风速 3.2m/s，

2003 年平均气温 12.9℃。该地区降雨随季节变化显著，冬春降水少，夏季雨量集中，

年降水量 637.7mm，无霜期 239 天，雾天数 16 天。 

4.土壤和植被 

全区区域面积 1574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 137 万亩，占区域总面积的 58％。

近年来由于水利、交通和基建项目不断发展，使耕地面积逐渐减少。该地区土壤分为

http://baike.baidu.com/view/28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306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306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323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324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992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306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14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76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3076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847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5238.htm


天津武清华夏园 110kV变电站扩建工程电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 

 -8- 

砂性土、壤质土、粘性土三大类。土质疏松肥沃，宜于农业生产。植物资源有野生植

被和人工植被二类。野生植被主要分布在洼地、沼泽、沙岗、盐碱地等处；人工植被

分布于村落、河堤、道路两侧。主要科目有乔木和果木，此外是农作物、花卉等。 

建设项目周边无珍稀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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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简况(社会经济结构、教育、文化、文物保护等): 

武清区地处天津西北，区域面积 1574 平方公里，下辖 29 个乡镇街。2015 年末，

全区户籍人口 90.08 万人，其中男性人口 44.78 万人，女性人口 45.3 万人，全年人口

出生率 6.7‰，人口死亡率 6.6‰，人口自然增长率 0.1‰ 。 

2015 年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在地口径）1015.55 亿元，同比增长（不变价）

11.3%。分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39.82 亿元，同比增长 3.4%；第二产业增加

值 547.61 亿元，同比增长 11.3%；第三产业增加值 428.11 亿元，同比增长 12.2%。第

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9：53.9：42.2，第三产业增加值所

占比重比 2014 年提高 4.6 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85983 元，比上年增加 2167

元，按现价比增长 2.6%。三级财政收入完成 264.60 亿元，同比增长 7.6%，其中地方

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115.11 亿元，同比增长 15.0%。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达到 24.2%。

人均实现财政收入 22403 元，比上年增加 714 元，增长 3.3%；固定资产投资 1160.17

亿元（市考核口径 1157.14 亿元，同比增长 15.4%），同比增长 13.3%。职工人均工资

54799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699 元，人均储蓄余额 39370 元。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 384.02 亿元，同比增长 44.5%。全区各项存款余额 898 亿元，比年初增长 14.8%；

期中居民储蓄余额 465 亿元，比年初增长 10.7%。 

农业总产值为 87.91 亿元，同比增长 5.7%。粮食产量 49.21 万吨，同比增长 2.1%；

蔬菜总产量 130.56 万吨，同比下降 4.8%；水产品总产量 7.2 万吨，与上年持平；牛奶

产量 24.8 万吨，同比增长 26.5%。 

2015 年工业增加值实现 502.91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 11.5%，占 GDP 比重达

4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15.8%，拉动经济增长（现价）1 个百分点。入库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累计达到 570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2128.2 亿元，增长

15.6%；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104.4 亿元，增长 16.6%；实现利税总额 395.5 亿元，增

长 10.8%。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全区共有各类教学机构 462 所，教学班总数 3962 个，在校

学生达 14.5 万人，毕业生人数达 3.97 万人。考入大中专学生 6843 人，其中考入全国

本科院校 5820 人。考入清华大学 9 人，北京大学 13 人，香港各类院校 13 人。年末

拥有教职员工 11122 人，其中专职教师 10050 人，校舍面积达 167.1 万平方米。 

全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 108 个，病床 3800 张，卫生技术人员 4867 人，568 所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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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卫生室，乡医 1200 人。社区群众性文体活动日趋活跃，拥有体育设施 1510 个。全

年参加体育竞赛达 5 万人次，获奖牌（市级以上）共 76 枚。其中金牌 23 枚、银牌 26

枚、铜牌 27 枚。 

建设项目所在地区附近没有文物古迹及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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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状况 

建设项目所在地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及主要环境问题(环境空气、地面水、

地下水、声环境、生态环境等) 

1．环境质量现状调查 

根据《2015 年天津环境质量公报》中武清区大气常规污染物中 SO2、NO2、PM10、

PM2.5 的现状监测统计资料，对项目选址所在地区的环境空气质量进行分析，具体统计

资料见表 2。 

表 2  2015 年武清区空气质量监测结果统计 单位：mg/m
3 

项目 PM2.5 PM10 SO2 NO2 

年均值 0.068 0.108 0.032 0.043 

二级标准 

（年均值） 
0.035 0.07 0.06 0.04 

由以上监测结果可看出，该地区除SO2年均值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外，PM2.5、PM10、NO2的年均值均超过标准值。 

2．噪声环境质量现状 

依据《天津市〈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域划分》（2015 年）划分，本项目所在

地为《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3 类标准适用区。 

根据华夏园 110kV 变电站竣工环保验收监测结果（津环监验字[2011]第 066 号），

其厂界昼间噪声范围为 49.2~52.6dB(A) ，夜间噪声范围为 45.3~48.9dB（A），现状厂

界噪声均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要求。 

3.电磁环境现状 

根据华夏园 110kV 变电站竣工环保验收监测结果（津环监验字[2011]第 066 号），

现状向阳 110kV 变电站运行期间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均可满足《电磁环境

控制限值》（GB8702-2014）要求；华夏园变电站 110kv 输电线路沿线电磁环境现状监

测值（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场强度）均能满足 GB8702-2014《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的要求（频率为 50Hz 时的电磁环境限值：工频电场强度为 4kV/m，工频磁感应强度

为 100000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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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列出名单及保护级别)： 

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工程》（HJ24-2014），本项目110kV户外式

变电站评价等级为二级，评价范围为站界外30m、架空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边

缘各30m。 

根据现场踏勘，华夏园110kV变电站选址及架空线路选线周边均为工业厂房及道

路，本项目评价范围内的环境敏感目标为紧邻西侧的现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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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适用标准 

环境质量标准 

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调查数据中大气常规污染物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见表 3。 

表 3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污染物 
浓度限值 

标准号 
年平均 日平均 一小时平均 

SO2 0.060 0.150 0.50 

GB3095-2012 

NO2 0.040 0.080 0.20 

PM10 0.070 0.150 —— 

PM2.5 0.035 0.075 —— 

2．环境噪声标准 

环境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见

表 4。 

表 4   声环境质量标准 dB(A) 

时间 

标准类别 
昼    间 夜    间 

2 类 60 50 

 

 

污染物排放标准 

1.施工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见表 5。 

 

表 5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 dB(A) 

昼间 dB(A) 夜间 dB(A) 

70 55 

2.变电站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见表 6。 

表 6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节选） dB(A) 

时间 

标准类别 
昼    间 夜    间 

2 类 60 50 

3.工频电场、磁感应强度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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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频电场强度4kV/m（200/f=50Hz），工频磁感应强度100μT（4/f=50Hz）（相当于

8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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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控制指标 

本项目扩建完成后不新增定员，即无新增生活污水，现有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

理后由武清区环卫部门定期抽走，不外排；不涉及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固体废物产

生及处置情况亦不发生变化，故无新增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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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工艺流程简述（图示）： 

1.施工期 

（1）变电站部分 

 

 

 

（2）输电线路部分 

本项目输电线路起点为新扩建#3主变对应架构，在站前南侧围墙外新建1基铁塔，

单侧垂直挂线，架设至孟华二线华夏园站前终端横担处，将新设引流线与和孟华二线

做 T 接，最终形成新扩建主变电源来自大孟庄 220kV 变电站。 

该段架空路径长约 0.02km，T 接孟华二线，在站前新建 1 基铁塔，不涉及拆迁及

通道清理。 

本项目输电线路施工全过程按作业性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场地清理→塔

基施工→杆塔施工→架线→投入使用。清理场地阶段：包括，清理、平整塔基施工场

地等；塔基施工阶段：杆塔基础施工等；杆塔施工阶段主要为杆塔架构的修建；最后

是安装导线、地线、绝缘子等设施；经验收合格后即可投入使用。 

2.营运区工艺流程 

（1）变电站部分 

 

 

 

 

 

 

（2）输电线路部分 

本项目架空线路营运期以电力输送为主。 

 

 

 

设备安装 投入使用 110kV 主变基础 

110/35/10kV 开关室 35/10kV 出线 主变压器 110kV 进线 

电磁环境影响、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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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污染工序： 

1．施工期 

（1）施工扬尘 

本项目变电站部分施工期的主要为新增的#3 主变主体基础施工、安装设备等，工

程量小，不会产生大量扬尘污染；输电线路施工中杆塔基础开挖时会产生施工扬尘。 

本项目土方挖掘和车辆运输工程土、建筑垃圾、砖和水泥等建筑材料都会产生扬

尘，而现场堆放的砂、土、灰、砖等建筑材料遇大风天气也会产生大量扬尘。根据同

类工程现场监测，工地内扬尘浓度为 0.3～0.7mg/m
3。 

（2）施工噪声 

施工噪声贯穿全过程，施工中的土石方阶段、结构阶段和装修阶段均会产生噪声，

施工各阶段的主要噪声源见表7。 

表 7  各施工阶段主要噪声源状况 

施工阶段 主要噪声源 声功率级[dB(A)] 

土石方阶段 
各种建筑施工和工程机械，包

括推土机、挖掘机等 
100~110 

结构阶段 混凝土振捣棒、砼输送泵 90~100 

设备安装阶段 电锯、电钻、吊车 80~90 

（3）施工废水、固体废物 

施工期间将产生一些建筑垃圾、废弃的土石方、拆除的废旧输变电设施等固体废

物，另外还有一部分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 

（4）生态环境 

本项目变电站工程在原有变电站内进行扩建，故不存在征地等问题；输电线路路

径很短，路由区域为空地，施工临时占地会对现状地表植被有一定破坏，同时对现有

自然景观产生一定影响。 

2．营运期 

（1）变电站工程 

本次工程预留变压器安装位置地下已建有事故排油管道，有管道通入事故贮油

池，一旦发生事故，变压器油可由排油坑流入事故贮油池中，废油由电力部门回收处

理。正常运行情况下，没有废油排放。 

本次工程不新增定员，故无新增生活污水及生活垃圾，因此项目营运后站内废水

产生及排放情况不发生变化，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亦不发生变化。项目营运期新

增产污环节仅为#3 主变电磁辐射影响及电器设备运行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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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电磁辐射 

变电站高压设备将产生一定的电磁辐射。正常运行时，110kV 高压进线一侧和主

变压器等设备是电磁辐射的主要产生源。 

②噪声 

变电站噪声主要来自于变压器等电器设备所产生的电磁噪声和变压器自带冷却

风机产生的动力噪声。变压器噪声以中低频为主，本项目选用低噪声设备，其噪声源

强约 70dB(A)。 

（2）架空输电线路工程 

①电磁辐射 

架空输电线路在营运期，由于线上的高电压和大电流效应，在其附近存在电磁场，

输电线路周围的工频电磁场强度随着离线路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小。 

②输电线路可听噪声 

架空输电线路营运期，在恶劣天气条件下产生的电晕产生一定的可听噪声，但其

源强不高，根据监测，一般情况下输电线路走廊下的噪声均在 45dB(A)以下。 

③其它 

输电线路工程营运期间无其它废气、废水、固体废物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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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污染物产生及预计排放情况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编号） 
污染物名称 

处理前产生浓度及 

产生量（单位） 

排放浓度及排放量 

（单位） 

大 

气 

污 

染 

物 

施工期 扬尘 0.3~0.7mg/m
3
 0.3~0.7mg/m

3
 

营运期 —— —— —— 

水 

污 

染 

物 

施工期 生活污水 少量 少量 

营运期 —— —— 0 

固 

体 

废 

物 

施工期 

施工垃圾、工程

弃土、拆除的废

旧输变电设施等 

少量 0 

营运期 废蓄电池 —— 由电池生产厂家回收 

噪 

声 

施工期 各种施工机械和车辆，噪声源强在 65~90dB(A) 

营

运

期 

变电站 变压器及风机：选用低噪声设备，其噪声源强约为 70dB(A) 

架空线路 架空线路噪声，噪声源强小于 45dB(A) 

 

 

电 

磁 

辐 

射 

变电站 

输变电设备运行时将产生一定的电磁辐射。类比梁头 110kV 变电站

竣工环保验收监测结果，预测本项目营运期变电站工频电场强度、工

频磁场强度均能满足相应的标准限电磁限值的要求。 

架空输电线路 

架空输电线路运行时将产生一定的电磁辐射，类比大邀铺 110kV 输

变电工程中 110kV 架空输电线路环保验收监测结果，预测本项目营

运期架空输电线路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均能满足相应的标

准限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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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生态影响（不够时可附另页） 

本项目变电站扩建部分在原有变电站内进行扩建，故不存在征地等问题；线路路径

短，施工期间占地均为临时占地，施工完成后及时进行场地恢复，对区域生态环境影响

很小。现状选址附近无珍稀动植物资源，本项目不会对环境生态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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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 

1.变电站工程 

华夏园 110kV 变电站现运行规模为 2×50MVA（#1、#2 主变），目前该站除 3#主

变及其相应的中低压配电装置外，其余配电装置及土建工程均已按最终规模建齐。本

次工程按照该站最终规模一次建齐，即扩建 1 台 50MVA 主变（新上#3 主变压器）及

其主变三侧全部配电装置，同时三台主变的中性点设备一次性建齐。 

本次扩建项目变电站工程施工期多为站内设备安装与更新，土建施工仅对室外原

有#3 主变基础进行重建，施工量很小，基本不会产生扬尘污染，只在设备安装过程中

会产生一定的噪声，会对周围声环境质量造成一定的影响。根据《天津市环境噪声污

染防治管理办法》（天津市人民政府令 2003 年第 6 号），为了减轻对附近声环境的影

响，建设单位需采取措施如下：加强施工现场的管理工作，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

局，并加强设备的维护与管理，把噪声污染减少到最低程度；合理安排好施工时间，

尽量缩短施工周期。 

除此之外，施工期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产生量较小，可就近排入化粪池；施工人员

生活垃圾集中袋装收集与少量装修垃圾一并委托当地市容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施

工期间还将产生一定量的废旧输变电设施等由电力公司下属检修公司回收处理，不会

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建设单位应负责对施工单位进行监督和协调管理，确保以上措施得到落实。一般

来说，变电站工程施工期间上述各类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影响都是暂时的，施工结束

后受影响的环境要素可以恢复到现状水平。 

2.架空输电线路工程 

本项目输电线路起点为新扩建#3主变对应架构，在站前南侧围墙外新建1基铁塔，

单侧垂直挂线，架设至孟华二线华夏园站前终端横担处，将新设引流线与和孟华二线

做 T 接，最终形成新扩建主变电源来自大孟庄 220kV 变电站。 

该段架空路径长约 0.02km，T 接孟华二线，在站前新建 1 基铁塔，不涉及拆迁及

通道清理。 

由于本次扩建输电线路路径较短，仅新建 1 基杆塔，施工工期较短；生活设施均

依托华夏园变电站现有设施，不设施工营地。施工扬尘、固体废物、噪声等污染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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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量很小。 

为防止输电线路施工对环境的影响，施工单位应严格执行《天津市大气污染物防

治条例》、《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防治扬尘管理暂行办法》、《天津市建设工程文

明施工管理规定》、《建设施工二十一条禁令》、《美丽天津一号工程实施方案》、《天

津市清新空气行动方案》及《天津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等环境保护要求，将施工

扬尘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程度；施工过程中会产生施工设备噪声、车辆运输噪声，

及废旧输变电设施和建筑垃圾，施工单位在严格按照《天津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

办法》、《天津市建设施工 21 条禁令》及《天津市建筑垃圾工程渣土管理规定》等有

关要求，做好噪声防治及固体废物收集、处置工作的前提下，其施工期环境影响可控

制到最小程度。 

此外，施工期间还可能产生施工人员的少量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其中生活污水

经站内化粪池处理后进入市政污水管网，生活垃圾经分类袋装收集后存放与站内指定

地点，并由市容部门定时清运处置；采取上述处理、处置措施后，施工期生活污水将

不会对该地区水环境造成影响，同时生活垃圾也不会产生二次污染问题。 

本项输电线路施工对环境影响很小，且施工所带来的环境影响是暂时的，施工结

束后能很快恢复到现状水平。 

3.施工期生态影响分析 

本项目新建输电线路涉及永久性占地和临时占地问题，施工结束后地表可得到恢

复；根据现场踏勘，本项目占用土地类型主要为闲置用地，在线路施工过程中可能会

对沿线地表植被及土壤造成不利影响，甚至造成水土流失影响。 

（1）永久占地及临时占地 

本项目变电站工程在原有变电站内进行扩建，故不存在征地等问题；输电线路路

径很短，路由区域为空地，仅建设 1 基杆塔，占地面积很小，永久占地不会对当地生

态环境造成明显影响。 

施工期生活设施均依托华夏园变电站现有设施；临时占地主要为塔基施工区、牵

张场、材料场、弃土弃渣场、施工临时道路、人抬道路等。根据项目工程特点，其临

时占地面积相对较少，且占用时间较短。为了确保本项目临时占地问题不对周围生态

环境造成显著影响，本评价提出如下生态恢复性措施： 

①不在周边农田内设置材料堆场、弃土弃渣场等，减少农田临时占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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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临时占用的农田应考虑耕作层表土的临时保存，在施工结束后，必须及时恢复，

确保其生产能力恢复到占用前的水平。 

③为了使对土壤养分的影响尽可能降低，临时料场、临时堆土区域等在施工结束

后应该做好表层土的恢复措施。 

④涉及到临时占地破坏的树木及植被，建设单位应预留生态恢复费用，施工结束

后及时恢复到现状水平，以减少土地裸露和降雨对土壤侵蚀。 

（2）水土流失 

在输电线路杆塔施工期，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土石方开挖，如防护措施不当，可能

造成水土流失。为降低水土流失，建设单位在塔基施工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事项： 

①塔基施工要求先降低基面后再进行基坑开挖，对于降基量较小的可与基坑开挖

同时完成。 

②基坑开挖时分层分段平均往下挖掘，做好边坡临时支护，保持坑底平整。 

③为防止坑底扰动应尽量较少暴露时间，及时进行下道工序的施工，如不能立即

进行下道工序，则应预留一定厚度土层，待铺石灌浆或基础施工前开挖。 

④塔基基础施工周期约半月至一个月左右，基坑开挖土石方用彩条布覆盖，减少

土方堆置期间的水土流失。 

⑤塔基基础做好后，需及时进行基坑回填，分层填实，保证塔基稳定。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施工阶段，施工扬尘、施工噪声、施工废水、固体废物均可

能对周围环境产生一定影响，在按上述措施进行防治的前提下，预计不会对周围环境

造成显著不利影响。 

建设单位应负责对施工单位进行监督和协调管理，确保施工期环保措施得到落

实，将工程施工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一般来说，施工期间上述各类污染物排

放对环境的影响是暂时的，施工结束后受影响的环境要素可以恢复到现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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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期环境影响分析 

1.变电站工程 

本次扩建在华夏园 110kV 变电站内新增 1 台 50MVA 主变（#3 主变压器），电压

等级为 110/35/10kV，基本工作频率为 50HZ。 

本次工程不新增值守及巡视人员，故无新增生活污水及生活垃圾，因此项目营运

后站内废水产生及排放情况不发生变化，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亦不发生变化。项

目营运期新增产污环节仅为变电站电磁辐射影响及电器设备运行噪声。 

（1）电磁辐射影响分析 

华夏园 110kV变电站为室外站，本期拟扩建新增 1台 50MVA 主变（#3主变压器），

电压等级为 110/35/10kV。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工程》（HJ24-2014），

本项目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确定为二级，评价范围确定为站界外 30m 的区域，

变电站站址电磁环境影响预测应采用类比监测的方式。 

根据本项目电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类比梁头 110kV 输变电工程竣工验收监测

结果（类比监测点位详见附图 5），本次#3 主变扩建工程营运后变电站站区外的工频

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均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的要求，

预计本项目变配电设备产生的电磁辐射对站外电磁环境产生影响较小。 

评价详细内容参见本项目电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 

（2）噪声影响分析 

本项目变电站主要噪声源为主变压器等电气设备及冷却装置的散热风机等，以上

噪声源均置于室外，其噪声源及治理情况见表 8。 

表 8   噪声源及治理一览表 

噪声源 治理措施 
治理后噪声源强 

dB(A) 

变压器 

冷却装置散热风机 

选用低噪声电器设备，变压器底部加

装弹性防振支架、刚性弹簧或橡皮垫

进行减振，变压器自带冷却风机应选

用低噪声设备并采用柔性连接 

<70 

采用噪声距离衰减模式预测噪声对四侧厂界的影响，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Lp=Lw-20lg(r/r0)-R 

式中：Lp－受声点（即被影响点）所接受的声压级，dB(A)； 

Lw－噪声源的声功率级，dB(A)，均采用噪声下限值计算； 

r－声源至受声点的距离，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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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参考位置的距离，取 1m； 

R－建筑隔声量，站址四周实体围墙隔声量取 10dB(A)。 

本项目变电站距离最近厂界预测结果见表 9。 

表 9  本项目厂界噪声预测结果 单位：dB(A) 

厂界 主要噪声源 最近距离（m） 影响值 
执行

标准 
达标情况 

西侧 
变压器 散热

风机 
18 44.9 2类 

60dB(A) 

50dB(A) 

达标 

由上表预测结果可见，扩建后华夏园变电站四侧厂界昼、夜间噪声影响值均可满

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限值要求，故不会对站

址附近声环境质量造成明显影响。 

（3）固体废物处置影响分析 

本项目本项目变压器下建有事故排油坑，一旦发生事故，变压器油可通过管道排

入事故储油池，废油由电力公司下属检修公司回收处理；正常情况下，没有废油排放。 

备用电源均采用免维护型蓄电池，废旧蓄电池由电池供应厂家回收处理。 

综上所述，本项目产生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去向合理，具备环境可行性，在确保管

理和运输安全的情况下，可以避免二次污染的风险。 

2.输电线路工程 

本次扩建工程，电力接入系统路径选择架空线路，路径全长0.02km。根据现场调

查，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30m范围内没有电磁环境敏感目标。 

（1）架空输电线路电磁辐射影响分析 

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工程》（HJ24-2014），本项目输电线路工

程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确定为二级，电磁环境影响预测采用理论模拟计算和类

比调查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本项目电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采用理论模拟计算和类比调查相结合的方

式，对本项目新建110kv架空输电线路运行期间的电磁辐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采用理论模拟计算得出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场感应强度的预测结果能够满足《电

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的要求。经类比调查分析，可知同类架空输电线

路营运期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能够满足以上标准的要求。 

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及《天津市电力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修正）》，架空

电力线路均需设置一定距离的保护区，为导线边线向外侧水平延伸并垂直于地面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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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两平行面内的区域，在一般地区110kv导线的电力保护区为边导线向外延伸10m。

在按照《电力设施保护条例》进行建设的前提下，本项目110kV新建架空输电线路边

导线投影两侧外延10m范围内没有电磁环境敏感目标，根据理论预测和类比调查结果

可知，本项目110kV新建架空输电线路对边导线外10m以远的区域电磁辐射影响均满

足相应标准的要求。 

评价详细内容参见本项目电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 

（2）架空输电线路噪声影响分析 

架空输电线路在晴天气象条件下，线下人耳基本不能感觉到线路运行噪声，在阴

雨天气条件下，其影响值也小于45dB(A)，满足本项目架空输电线路选址区域对声环

境质量的要求（2类标准）。由于本项目架空输电线路路径短，通过地区为闲置用地、

道路，线路两侧30m范围内无环境保护目标，预计线路运行后，其线下声环境质量可

以维持在现状水平。 

3.环境监测计划 

本项目应建立电磁辐射定期监测制度，可由有资质的监测单位负责监测。 

监测项目：等效(A)声级、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 

监测站位：变电站围墙外、架空输电线路沿线。 

监测周期：根据电力行业环保规范要求确定。 

4.环保投资 

本项目环保投资主要用于施工期固废和噪声防治，以及营运期设备的减振降噪措

施等，以上措施估算环保投资约为 13 万元，占总投资的 0.79%，具体明细见表 10。 

表 10  环保投资  单位：万元 

项  目 投资估算（万元） 备  注 

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 3 扬尘、噪声和固体等防治 

噪声防治措施 5 
主变压器机组噪声控制、减振

降噪 

竣工验收监测费用 5 —— 

合计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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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拟采取的防治措施及预期治理效果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编号） 
污染物名称 防治措施 预期治理效果 

大 

气 

污 

染 

物 

施工期 扬尘 

建筑工地四周用围挡

圈拦；对施工现场地面

硬化处理；建筑物外脚

手架用密目网拦护等 

将污染降至最低 

营运期 —— —— —— 

水 

污 

染 

物 

施工期 

生活污水 

经化粪池处理后由

武清区环卫部门定
期抽走，不外排。 

不外排 

营运期 

固 

体 

废 

物 

施工期 

施工垃圾、工程弃

土 

建筑垃圾、工程弃土集

中堆放，及时清运 

不产生二次污染 拆除的废旧输变电

设施等 

由电力公司下属检修

公司回收处理 

营运期 废蓄电池 
由电池供应厂家回收

处理 

噪 

声 

施工期 施工噪声 
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

选择施工时间等 
满足环境标准 

营运期 

变压器及变配电装

置噪声 

选用低噪音型设备、安

装减振底座等；变压器

自带冷却风机应选用

低噪声设备并采用柔

性连接等 

厂界达标 

架空线路 —— 维持现状噪声水平 

电 

磁 

辐 

射 

营运期 

变电站 

变电站营运期将产生电磁辐射，设备保证良好接地等电磁辐射屏蔽措

施，并经过距离衰减后电磁辐射将明显减弱。根据类比梁头 110kV 变

电站的环竣工环保验收监测结果，本项目扩建运行后变电站厂界外工

频电场强度、工频磁场强度均低于相应规定中的标准限值。 

营运期 

架空输电

线路 

架空线路营运期将产生电磁辐射影响，随着水平距离的增大，电磁辐

射影响将明显减弱；根据模拟计算和类比调查，本项目新建 110kV 架

空线路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均低于相应规定中的标准限

值。 

生态保护措施及预期效果 

本项目变电站工程无生态环境影响。架空输电线路工程生态保护措施：对开挖的土石方及时

清运，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进行平整及植被恢复。本项目占地面积较少，不会对当地农业生产

及生态环境造成明显不利影响，建设单位应按照相应法律法规给予合理的补偿。 

预期效果：落实上述生态保护措施，可减少因施工造成的水土流失影响，本工程建成后，施

工区域地面平整、地表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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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建议 

结论： 

1．项目概况 

由于“煤改电”工程的推广，华夏园 110kv 变电站拟新增负荷约 13MW。因此，

为满足“煤改电”政策的顺利实施和保证周边负荷的供电可靠性，国网天津武清供电有

限公司拟建设天津武清华夏园 11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新增 1 台 50MVA 主变（新

上 3#主变压器）；新设架空输电线路路径总长 0.02km，新建杆塔 1 基，最终形成新扩

建主变电源来自大孟庄 220kV 变电站。扩建后华夏园 110kV 变电站最终运行规模为

3×50MVA。 

本工程为扩建工程，配电装置布置型式与现有工程一致，不改变变电站原有布置

方案。土建部分一期已经建齐，本期无工作量。 

本工程计划 2017 年 4 月开工，预计 2017 年 12 月竣工并投入运行。 

2．建设地区环境质量现状 

2015年该地区除SO2年均值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外，PM2.5、PM10、NO2的年均值均超过标准值。环境空气质量主要受到燃料燃烧、工

业排放、道路施工和运输、季节性扬沙等因素的影响。 

根据华夏园 110kV 变电站竣工环保验收监测结果（津环监验字[2011]第 066 号），

其厂界昼、夜间噪声均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要求。 

根据华夏园 110kV 变电站竣工环保验收监测结果，现状华夏园 110kV 变电站运行

期间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均可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要求；向阳变电站 110kv 输电线路沿线电磁环境现状监测值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

值》（GB8702-2014）的要求。 

3．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 

（1）施工期 

本次扩建工程施工期间有施工扬尘、施工废水、施工噪声以及固体废弃物等产生，

将会对大气、水、声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 

为了减少施工期对地区环境质量的影响，施工单位应严格执行国家相关环保规

定。加强施工现场管理，合理布局，文明施工，采取相应的环境保护防治措施，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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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废水得到有效处理，施工扬尘和施工噪声对环境的影响降低至最低程度。此外建设

单位还应做好施工弃土及垃圾的清运工作，旧输变电设施统一由电力公司下属检修公

司回收处理，避免产生二次污染。此外，还须严格做好线路沿线的生态恢复及补偿措

施；施工中采取分层施工的方式，将减小对土壤及生态环境的影响。 

上述施工期影响是暂时的，施工结束后受影响的环境要素可以恢复到现状水平。 

（2）营运期 

①电磁辐射影响 

根据类比分析结果，本项目扩建后，营运期变电站周围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

场强度均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相应标准值要求。 

通过理论计算和类比同类输电线路的监测结果，预测本项目营运期110kV输电线

路两侧30m范围内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均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中相应频率范围的限值要求。 

②噪声影响 

本项目变电站主要噪声源为主变压器、散热风机等，在采取相应的减振降噪措施

后，经距离衰减后，该区域四侧厂界噪声影响值均可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相应限值要求。 

本项目架空输电线路通过地区为闲置用地、道路，线路两侧 30m 范围内无环境保

护目标，预计线路运行后，其线下声环境质量可以维持在现状水平。 

③固体废物影响 

变电站正常运行时，变压器油不外排，事故时变压器油排入事故储油池，由电力

公司下属检修公司回收处理；废蓄电池由供应厂家回收。以上固体废物经上述妥善处

置后，不会造成环境二次污染。 

4．环保投资 

本工程环保投资估算 13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0.79%，主要用于施工期固废和噪

声防治，以及营运期设备的减振降噪措施等。 

5.总量控制 

本项目改造后无新增污染物排放，变电站各项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为零。 

6．建设项目环境可行性 

本项目为变电站扩建工程，变电站选址土地用途为公共设施用地，其选址可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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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本项目扩建后无废气排放，不新增生活污水，少量固体废物

收集处理方法可行、处置去向合理；主要污染为电磁辐射和噪声，采取相应的防治措

施后，均可满足相应的环境标准限值。因此，在严格落实营运期加强防辐、降噪措施，

保证各污染物达标排放，本项目具有环境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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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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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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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 评价工作等级 

根据本项目工程内容，华夏园 110kV 变电站为 110kV 户外站，本次 3#主变扩建

工程接入系统新建路径为架空线路，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

（HJ24-2014），本项目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确定为二级，详见

表 1。 

表 1  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确认表 

分 

类 
电压等级 工程 条件 

评价工 

作等级 

交 

流 

110kV 

变电站 
户内式、地下式 三级 

户外式 二级 

输电 

线路 

1、地下电缆 

2、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0m 范围内无电磁环境

敏感目标的架空线 

三级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0m 范围内有电磁环境敏

感目标的架空线 
二级 

220～330kV 

变电站 
户内式、地下式 三级 

户外式 二级 

输电 

线路 

1、地下电缆 

2、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5m 范围内无电磁环境

敏感目标的架空线 

三级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5m 范围内有电磁环境敏

感目标的架空线 
二级 

500kV 

及以上 

变电站 
户内式、地下式 二级 

户外式 一级 

输电 

线路 

1、地下电缆 

2、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20m 范围内无电磁环境

敏感目标的架空线 

二级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20m 范围内有电磁环境敏

感目标的架空线 
一级 

直 

流 

±400kV 

及以上 
-- -- 一级 

其他 -- -- 二级 

注：根据同电压等级的变电站确定开关站、串补站的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根据直流侧

电压等级确定换流站的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 
 

1.2 评价范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本项目输变电工程

电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确定为变电站界外 30m，架空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

各 30m 的区域，具体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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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分类 电压等级 

评价范围 

变电站、换流站、 

开关站、串补站 

线路 

架空线路 地下电缆 

交流 

110kV 站界外 30m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30m 
电缆管廊两侧边

缘各外延 5m（水

平距离） 

220～330kV 站界外 40m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40m 

500kV 及以上 站界外 50m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50m 

直流 ±100kV 及以上 站界外 50m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50m 
 

1.3 电磁环境敏感目标 

华夏园 110kV 变电站坐落于天津市武清区河西务镇索庄村东约 150 米，河西务

经济区一经路西侧，根据现场踏勘结果，本项目变电站站界外 30m 范围内电磁

环境敏感目标为西侧紧邻的现状企业；架空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30m

范围内没有电磁环境敏感目标。 

1.4 评价因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本项目电磁环境现

状评价因子：工频电场强度（V/m）、工频磁感应强度（nT）；营运期电磁环境预

测评价因子：工频电场强度（V/m）、工频磁感应强度（nT）。 

1.5 评价标准 

输电线路沿线电磁环境现状以及超高压送变电设施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

度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工频电场强度：4kV/m，工频

磁感应强度 100μT（100μT=0.1mT =100000nT，相当于 80A/m）。架空输电线路

线下的耕地、园林、牧草地、畜禽养殖地、养殖水面、道路等场所，其频率 50Hz

的电场强度控制限值为 10kV/m，且应给出警示和防护指示标志。 

2.电磁环境现状评价 

2.1变电站站址电磁环境现状 

根据天津市环境监测中心于 2011 年 9 月对华夏园 110kv 输变电工程竣工环

保验收监测结果（津环监验字[2011]第 066 号）对变电站电磁辐射现状进行分析，

具体监测结果详见表 3。 

表 3  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验收监测结果 

序号 方向 
高度

（m） 

电场强度

（ V/m） 

磁感应强度（nT） 

垂直分量 水平分量  

1 

南1 
1.5 10.6 80.6 53.7 

0 0.6 56.5 48.3 

南2 
1.5 6.4 47.4 25.6 

0 0.6 20.2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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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东 
1.5 2.4 89.8 171.4 

0 0.7 87.1 140.8 

3 西 
1.5 3.8 84.5 54.2 

0 0.8 34.1 29.7 

由以上现状监测结果可知，现状华夏园110kV变电站运行期间站区外工频电

场强度最大值为10.6V/m，仅为标准值的0.27%；站区外工频磁感应强度最大值为

171.4nT，仅为标准值的0.17%。由此可知，华夏园110kV变电站站址四侧工频电

场强度和磁感应强度均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要求。 

2.2 架空输电线路沿线电磁环境现状 

根据天津市环境监测中心于 2011 年 9 对华夏园 110kv 输变电工程竣工环保

验收监测结果（津环监验字[2011]第 066 号）对现有 110kv 架空输电线路电磁辐

射现状监测结果，对本次扩建新建输电线路沿线电磁环境现状进行分析，具体监

测结果详见表 4。 

表 4  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验收监测结果 

序号 
距离

（m） 

高度

（m） 

电场强度

（ V/m） 

磁感应强度（nT） 

垂直分量 水平分量 

4 

0 1.5 122.2 358.4 149.1 

5 1.5 476.6 45.0 130.7 

10 1.5 320.8 124.0 135.7 

由上表可知，本次工程新建输电线路沿线电磁环境现状监测值（工频电场强

度、工频磁场强度）均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的要求（频

率为50Hz时的电磁环境限值：工频电场强度为4k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100000nT）。 

3.电磁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3.1 电磁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内容 

根据本项目工程内容，参照 HJ24-201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

程》，本项目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确定为二级。根据导则中有

关电磁环境影响评价（二级评价）的基本要求： 

（1）对于输电线路，其评价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敏感目标的电磁环境现状

应实测，非敏感目标处的典型线位电磁环境现状可实测，也可利用评价范围内已

有的最近3年内的监测资料，并对电磁环境现状进行评价。电磁环境影响预测应

采用类比监测和模式预测结合的方式。 

（2）对于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串补站，其评价范围内临近各侧站界

的敏感目标的电磁环境现状应实测，站界电磁环境现状可实测，也可利用已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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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3年内的电磁环境现状监测资料，并对电磁环境现状进行评价。电磁环境影

响预测应采用类比监测的方式。 

3.2 变电站站址电磁环境影响分析 

3.2.1电磁辐射场源分析 

变电站是以高电压转换的输变电所场，基本工作频率为 50Hz。因而其电磁

辐射源是工频辐射场源，主要来自高压输电线进线一侧和主变压器等高电压的电

气设备，将形成工频电磁场。110kV 变电站电压虽高，但工作频率仍是 50Hz，

属低频（工频）电磁场，其电磁辐射影响范围相对高频较小。 

同时在高压变电所内，由于一次系统的操作、短路事故、雷电波的侵袭等可

导致有很强破坏力的高频电磁干扰，如没有适当的保护措施，这些电磁干扰将耦

合至二次控制回路及电气设备，在一定范围内形成高频电磁场，影响保护装置和

计算机等设备的安全运行。 

3.2.2 电磁辐射类比调查分析 

由于变电站的电磁场强分布十分复杂，其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等

很难通过理论计算模式进行预测。故本评价考虑利用已运行的类似变电站进行电

磁辐射强度和分布的实际测量，用于对本项目建成后电磁环境定量影响的预测。 

本项目与类比对象梁头 110kV 变电站的电压等级一致，梁头 110kV 变电站

主变压器室外布置，一期建设规模为 2×50MVA，终期规模为 3×50MVA，本项

目规模为 3×50MVA，二者建设规模相近。因此，本项目与梁头 110kV 变电站

的电磁辐射影响具有可类比性。 

梁头 110kV变电站于 2011年 11月竣工验收，在变电站北侧设两个监测点位，

东、南、西侧各设一个监测点位。分别测量地面和离地 1.5m 处的工频电场强度、

磁感应强度水平分量和垂直分量，类比监测点位详见附图 4。其竣工验收监测结

果见表 5。 

 

 

表 5   变电站工频电场强度、磁感应强度监测结果 

序

号 
方向 高度（m） 

工频电场强度

（V/m） 

磁感应强度（nT） 

垂直分量 水平分量 

1  西侧 
1.5  2.11  165.0 109.4 

0  0.47  161.9 83.5 

2  南侧 1.5  13.8  5740.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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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57  3410.0 4240 

3  东侧 
1.5  3.66  1485.4 515.4 

0  0.87  1243.8 766.8 

4  北1 
1.5  2.94  621.0 448.0 

0  0.79  324.8 187.2 

5  北2 
1.5  2.66  611.6 438.4 

0  0.82  325.8 185.6 

由以上表中结果可以看出，在该变电站外工频电场强度最大值为13.8V/m，

仅为标准限值的0.35%；站区外工频磁感应强度垂直分量最大值为5740.0nT，水

平分量最大值为3000.0 nT，均低于标准100μT（1×10
5
nT）。由此可知，梁头110kV 

变电站的厂界工频电场强度和磁感应强度均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要求。 

综上所述，本项目与类比对象规模、变电站布局等具备可比性，根据类比对

象的监测资料，预测可知本项目扩建运行后变电站厂界的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

感应强度均可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标准限值的要求，

不会对周围环境敏感目标处电磁环境产生影响。 

3.2.3 电磁辐射防护措施 

变电站内设备、配件的设计使用、施工质量均会影响该站营运期电磁辐射场

的大小。同时，随着变电站运行时间的加长，高压设备、配件等也会逐渐老化、

损坏和受到环境污染。这些都会使变电站的电磁辐射加强。为尽量减小变电站对

外环境的电磁辐射场强，本评价提出以下防护措施： 

（1）对变电站设备的金属附件，如吊夹、保护环、保护角、垫片和接头之

类，在设计时就确定合理的外形和尺寸，以避免出现高电位梯度点，所有的边、

角都应挫圆，螺栓头也应打圆，避免存在尖角和凸出物。特别是在出现最大电压

梯度的地方，金属的保护电镀层光滑也很重要。 

（2）控制绝缘子表面放电 

使用设计合理的绝缘子，特别是对绝缘子的几何形状以及关键部位材料的特

性，使用能改善绝缘子表面或沿绝缘子串电压分布的保护装置。 

（3）减小因接触不良而产生的火花放电 

在安装高压设备时，保证所有的固定螺栓都可靠拧紧，导电元件外壳尽可能

接地，或连接导线地电位。所有二次电缆应全部采用带屏蔽层的电缆，二次接线

中不同电压等级回路不放在同一根电缆内。 

（4）主变压器外壳应采取良好的接地措施，选择恰当合理的系统接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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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采取三相设备，减少分相设备的使用等。 

3.3 架空线路工程电磁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本次扩建工程，电力接入系统路径选择架空线路，由华夏园站新扩建的#3

主变新出一回 110kV 线路，T 接在孟华二线，最终形成华夏园 110kV 变电站 3

回电源线均来自大孟庄 220kV 变电站，路径全长 0.02km，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

侧各 30m 范围内没有电磁环境敏感目标。 

本评价采取理论计算和模拟类比测量相结合的方式，预测本项目 110kV 架

空输电线路运行期间的电磁辐射影响。 

3.3.1 电力线路保护区论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1998]第 239 号《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二次修

订、2011 年 1 月 8 日起施行）及天津市人民政府令[2004]第 83 号《天津市电力

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修正）》（200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为了保障电力供应，保

护输变电设施的正常运行，设定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导线边线向外侧水平延伸

并垂直地面所形成的两平行面内的区域，在一般地区 35~110kV 导线的边线延伸

距离为 10m。根据以上规定，确定本项目 110kV 输电线路两侧边导线投影外延

10m 以内的带状区域为本项目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 

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任何单位或个人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必须遵

守下列规定： 

（1）不得堆放谷物、草料、垃圾、矿渣、易燃物、易爆物及其他影响安全供电

的物品； 

（2）不得烧窑、烧荒； 

（3）不得兴建建筑物、构筑物； 

（4）不得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植物。 

任何单位或个人在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内，必须遵守下列规定：不得在地下电缆

保护区内堆放垃圾、矿渣、易燃物、易爆物，倾倒酸、碱、盐及其他有害化学物

品，兴建建筑物、构筑物或种植树木、竹子。 

根据以上规定，本项目拟建架空线路设计过程中采取主动避让途中的建筑物、构

筑物，且不涉及跨越村落、居民点等；架空线路两侧边导线投影外延 10m 以内

皆为未利用土地，且不存在环境敏感目标，符合“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的相关规

定。 



天津武清华夏园 110kV变电站扩建工程电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 

 -39- 

3.3.2 理论计算预测结果分析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规定的有关计算

公式，根据本项目 110kV 架空输电线路的架线型式、架设高度、线距和导线结

构等参数计算该架空输电线路形成的工频电场强度值和工频磁感应强度值。 

根据工程设计资料，本项目新建架空输电线路有关计算参数详见表 6，具体

导线计算参数情况见图 1。 

表 6  本项目架空输电线路的有关计算参数汇总表 

项目 
线路 

回数 

导线 

电压 

分裂导线 导线 

电流

值 

导线 

弧垂 
频率值 

数目 
自身 

半径 

几何

间距 

参数 1 回 110kV 1 1.19cm 0 535.3A 7m 50Hz 

 

 

图 1  导线计算参数情况 

本评价针对本项目架空输电线路的理论计算以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档距对应两

杆塔中央连线对地投影为起点，计算线路两侧水平距离 30m 范围内距地面高度

1.5m 处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水平分量和垂直分量，具体计算结果

列表及分布图形情况见表 7～8 和图 2～3。 

表 7   本项目架空输电线路工频电场强度计算结果列表 

计算点距起点的距离 
110kV 架空输电线路两侧 1.5m 高度处工频电场强

度（kV/m） 

距原点-30 米 0.1031 

距原点-29 米 0.1101 

距原点-28 米 0.1177 

距原点-27 米 0.1261 

距原点-26 米 0.1354 

距原点-25 米 0.1457 

 

（0,0） 

3（-4.0,7.0） 

2（3.8,10.9） 

1（-3.9,15.1） 

1（-3.3,19.1） 2（2.7,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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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原点-24 米 0.1572 

距原点-23 米 0.1702 

距原点-22 米 0.1850 

距原点-21 米 0.2021 

距原点-20 米 0.2220 

距原点-19 米 0.2457 

距原点-18 米 0.2745 

距原点-17 米 0.3098 

距原点-16 米 0.3541 

距原点-15 米 0.4102 

距原点-14 米 0.4817 

距原点-13 米 0.5731 

距原点-12 米 0.6893 

距原点-11 米 0.8351 

距原点-10 米 1.0142 

距原点-9 米 1.2268 

距原点-8 米 1.4657 

距原点-7 米 1.7120 

距原点-6 米 1.9308 

距原点-5 米 2.0749 

距原点-4 米 2.1001 

距原点-3 米 1.9905 

距原点-2 米 1.7710 

距原点-1 米 1.4969 

距原点 0 米 1.2316 

距原点 1 米 1.0293 

距原点 2 米 0.9197 

距原点 3 米 0.8938 

距原点 4 米 0.9124 

距原点 5 米 0.9376 

距原点 6 米 0.9478 

距原点 7 米 0.9360 

距原点 8 米 0.9033 

距原点 9 米 0.8548 

距原点 10 米 0.7960 

距原点 11 米 0.7322 

距原点 12 米 0.6674 

距原点 13 米 0.6044 

距原点 14 米 0.5449 

距原点 15 米 0.4901 

距原点 16 米 0.4402 

距原点 17 米 0.3952 

距原点 18 米 0.3550 

距原点 19 米 0.3193 

距原点 20 米 0.2876 

距原点 21 米 0.2595 

距原点 22 米 0.2346 

距原点 23 米 0.2126 

距原点 24 米 0.1931 

距原点 25 米 0.1758 

距原点 26 米 0.1604 



天津武清华夏园 110kV变电站扩建工程电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 

 -41- 

距原点 27 米 0.1468 

距原点 28 米 0.1346 

距原点 29 米 0.1237 

距原点 30 米 0.1139 

注：水平方向的计算步长为 1m。 

表 8   本项目架空输电线路工频磁场强度计算结果列表 

计算点距起点的

距离 

110kV 架空输电线路两侧 1.5m 高处工频磁感应强度（μT） 

水平分量 垂直分量 综合量 

距原点-30 米 2.1150 6.2076 6.5581 

距原点-29 米 2.2627 6.3935 6.7821 

距原点-28 米 2.4250 6.5889 7.0210 

距原点-27 米 2.6038 6.7942 7.2761 

距原点-26 米 2.8014 7.0099 7.5490 

距原点-25 米 3.0203 7.2366 7.8415 

距原点-24 米 3.2634 7.4745 8.1558 

距原点-23 米 3.5342 7.7241 8.4942 

距原点-22 米 3.8368 7.9855 8.8594 

距原点-21 米 4.1760 8.2587 9.2545 

距原点-20 米 4.5575 8.5435 9.6831 

距原点-19 米 4.9884 8.8390 10.1495 

距原点-18 米 5.4768 9.1439 10.6587 

距原点-17 米 6.0328 9.4559 11.2164 

距原点-16 米 6.6690 9.7709 11.8298 

距原点-15 米 7.4004 10.0828 12.5072 

距原点-14 米 8.2463 10.3818 13.2583 

距原点-13 米 9.2300 10.6518 14.0945 

距原点-12 米 10.3800 10.8672 15.0280 

距原点-11 米 11.7291 10.9865 16.0709 

距原点-10 米 13.3100 10.9428 17.2308 

距原点-9 米 15.1438 10.6321 18.5034 

距原点-8 米 17.2124 9.9028 19.8578 

距原点-7 米 19.4100 8.5639 21.2153 

距原点-6 米 21.4847 6.4423 22.4298 

距原点-5 米 23.0284 3.5148 23.2951 

距原点-4 米 23.6118 0.0501 23.6119 

距原点-3 米 23.0430 3.4161 23.2949 

距原点-2 米 21.5129 6.3484 22.4300 

距原点-1 米 19.4503 8.4772 21.2173 

距原点 0 米 17.2624 9.8253 19.8626 

距原点 1 米 15.2010 10.5648 18.5118 

距原点 2 米 13.3720 10.8862 17.2430 

距原点 3 米 11.7936 10.9404 16.0867 

距原点 4 米 10.4451 10.8310 15.0470 

距原点 5 米 9.2942 10.6245 14.1160 

距原点 6 米 8.3084 10.3624 13.2819 

距原点 7 米 7.4597 10.0702 12.5322 

距原点 8 米 6.7249 9.7639 11.8557 

距原点 9 米 6.0852 9.4535 11.2427 

距原点 10 米 5.5254 9.1454 10.6849 

距原点 11 米 5.0334 8.8434 10.1755 



天津武清华夏园 110kV变电站扩建工程电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 

 -42- 

距原点 12 米 4.5991 8.5503 9.7087 

距原点 13 米 4.2141 8.2673 9.2794 

距原点 14 米 3.8718 7.9954 8.8836 

距原点 15 米 3.5663 7.7350 8.5176 

距原点 16 米 3.2928 7.4862 8.1783 

距原点 17 米 3.0473 7.2487 7.8632 

距原点 18 米 2.8262 7.0223 7.5697 

距原点 19 米 2.6266 6.8067 7.2959 

距原点 20 米 2.4459 6.6014 7.0400 

距原点 21 米 2.2819 6.4060 6.8003 

距原点 22 米 2.1327 6.2199 6.5754 

距原点 23 米 1.9967 6.0428 6.3641 

距原点 24 米 1.8724 5.8740 6.1652 

距原点 25 米 1.7585 5.7133 5.9778 

距原点 26 米 1.6540 5.5600 5.8008 

距原点 27 米 1.5580 5.4139 5.6336 

距原点 28 米 1.4695 5.2744 5.4753 

距原点 29 米 1.3878 5.1412 5.3252 

距原点 30 米 1.3122 5.0140 5.1829 

注：水平方向的计算步长为 1m。 

 
图 2    本项目架空输电线路工频电场强度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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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本项目架空输电线路工频磁感应强度总体分布情况 

由以上预测结果可知，110 千伏架空输电线路在起点处的电磁辐射影响最大。本

项目新建架空输电线路工频电场强度最大值为 2.1001kV/m，低于《电磁环境控

制限值》（GB8702-2014）的标准限值 4kV/m，并且随着与输电线路两侧边导线

投影距离的增大，工频电场强度呈现出降低的趋势；水平方向工频磁感应强度最

大值为 23.6118μT 出现在线路投影的起点 4m 处；垂直方向工频磁感应强度最大

值为 10.9865μT，出现在距离线路投影起点 11m 处；工频磁感应强度综合量最大

值为 23.6119μT，出现在距离线路投影起点 4m 处，其数值均低于上述标准中工

频磁感应强度 0.1mT（0.1mT=100μT =100000nT）的标准限值要求。 

本项目新建 110kV 架空输电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30m 范围内并无电磁

环境敏感目标，因此其输电线路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对环境影响不明

显。 

3.3.3 类比调查分析 

本评价模拟类比对象选择大邀铺110kV输变电工程中110kV架空输电线路，

该工程于2014年7月进行了竣工验收监测，监测时沿线路垂直方向，以边导线在

地面的投影为起点，分别测量0m、5m、10m、15m、20m处高度1.5m处的工频电

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水平分量和垂直分量的验收监测结果详见表9。 

综合量 

 

水平分量 

 

垂直分量 

 



天津武清华夏园 110kV变电站扩建工程电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 

 -44- 

表 9  工频电场强度、磁感应强度类比监测结果列表 

序号 距离 高度（m） 
工频电场强

度（V/m） 

工频磁感应强度（nT） 

垂直分量 水平分量 

1 0m 

1.5 

916.6 43.0 38.4 

2 5m 759..2 32.8 27.9 

3 10m 627.2 27.0 21.2 

4 15m 469.4 23.2 15.7 

5 20m 422.2 20.8 14.5 
 

由类比监测数据显示，110kV 输电线路正下方的工频电场强度最大，最大值

为 916.6V/m；110kV 输电线路正下方的的工频磁感应强度最大，最大值为 43.0nT；

同时在沿垂直于线路的方向，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随水平距离增大其

场强不断衰减。类比调查显示，大邀铺 110kV 变电站 110kV 输电线路工频电场

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均低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的标准限

值要求（4kV/m、100μT）。 

根据类比对象的监测资料，预测可知本项目扩建运行后 110kv 输电线路的工

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均可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中标准限值的要求。 

4.电磁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电磁环境现状 

根据现场踏勘可知，本工程变电站站址界外 30m 及新建架空线边导线地面

投影外两侧各30m范围内无电磁环境敏感目标。根据天津市环境监测中心于2011

年 9 月对华夏园 110kv 输变电工程竣工环保验收监测结果（津环监验字[2011]第

066 号），华夏园 110kV 变电站站址及新建输电线路沿线工频电场强度和磁感应

强度均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的要求。 

（2）变电站站址电磁环境影响 

类比梁头 110kV 输变电工程竣工验收监测结果，本次 3#主变扩建工程营运

后变电站站区外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均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的要求，预计本项目变配电设备产生的电磁辐射不会对站外环

境产生显著影响。 

（3）架空线运行期间电磁环境影响 

本评价采用理论模拟计算和类比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本项目新建 110kV

架空输电线路运行期间的电磁辐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采用理论模拟计算

得出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场感应强度的预测结果能够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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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GB8702-2014）的限值要求。经类比调查分析，可知同类架空输电线路营

运期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能够满足以上标准的要求。 

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及《天津市电力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修正）》，架

空电力线路均需设置一定距离的保护区，为导线边线向外侧水平延伸并垂直于地

面所形成的两平行面内的区域，在一般地区 110kV 导线的电力保护区为边导线

向外延伸 10m。在按照《电力设施保护条例》进行建设的前提下，本项目 110kV

新建架空输电线路边导线投影两侧外延 10m 范围内没有电磁环境敏感目标，根

据类比调查结果可知，本项目 110kV 新建架空输电线路对边导线外 10m 以远的

区域电磁辐射影响均满足相应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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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本项目所在地 

附图 1  华夏园 110kV 变电站扩建工程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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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附图 2  华夏园 110kV 变电站扩建工程周边环境图 

华夏园 110kV 变电站 

四 间 房 路 

索 庄 村 

现状企业 

新建 110kv 输电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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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  类比梁头 110kV 变电站监测点位 

 

 

图 

▲：电磁环境监测点位 

▲3 

梁头 110kV 变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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